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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流感疫情分析
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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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H7N9流感病例分布 Updated: 2013/5/6 上午10點

目前共128例：上海市(33例)、安徽省(4例)、江蘇省(27例)、浙江省(46例)、北京市(1例)、河南省(4例)
、山東省(1例) 、湖南省(2例) 、江西省(5例) 、福建省(4例)現階段無證據顯示有持續性人傳人現象，
未來H7N9病毒是否會持續演變，仍需密切觀察。目前評估仍為禽傳人感染。

3

128例(27例死亡)



台灣目前疫情分析

迄今共319例通報病例
314例排除H7N9感染
1例境外移入確定
4例檢驗中

截至102年5月5日12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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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34臺中市

43141319全國

待檢中排除個案確診個案通報個案地區



4/3列為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需24小時內通報

H7N9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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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流感病毒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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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感染野生鳥類和家禽(如雞，鴨、鵝等)的
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疾病。

病毒型別很多，原本只在禽類間傳播，近年來因
基因突變，已發生少數經由禽鳥傳染給人的案
例。

H7N9流感病毒介紹H7N9流感病毒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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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H7N9流感病毒基因研究結果最新H7N9流感病毒基因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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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傳人：
由接觸已感染禽流感病毒之動物的糞便或
飛沫，透過吸入或眼鼻黏膜接觸而感染。

熟食禽肉相關製品是安全的(70ºC以上的烹
煮，可使病毒不活化)，但應避免生熟食交
互感染。

H7N9流感可能傳染方式H7N9流感可能傳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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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禽流感病毒，過去國際上所發現人類感
染H7亞型的流感病毒也多來自接觸傳染。

至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民眾感染H7N9流感確
定病例的具體傳染途徑仍未確定。

H7N9流感會不會人傳人嗎?H7N9流感會不會人傳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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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為新型病毒，目前全球尚無人用
的H7N9流感疫苗。

每年季節流感疫苗：H1N1、 H3N2、B

型

特殊族群：流感A/H5N1疫苗

目前H7N9流感有疫苗嗎?目前H7N9流感有疫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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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噴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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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流感相關症狀H7N9流感相關症狀

發燒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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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現發燒、咳嗽、流鼻水、打噴嚏、肌肉酸
痛、頭痛或極度倦怠感等類流感症狀…
立即配戴口罩就醫

告知醫師相關病史、工作史、禽畜接觸史及旅
遊史

如醫師經臨床診斷認為疑似病例，將依規定向衛生
單位通報及治療

出現相關症狀應該怎麼辦?出現相關症狀應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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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前H7N9流感病毒之基因序
列比對結果，推估流感抗病毒藥
劑可用於治療H7N9流感，但仍需
進一步臨床資料確認。

目前流感抗病毒藥劑
可用於治療H7N9流感嗎?
目前流感抗病毒藥劑
可用於治療H7N9流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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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時，若有發燒(38度℃以上)、咳嗽等疑似
症狀，且發病前7日內曾至中國大陸H7N9流感
病例發生地區之旅客。

機場檢疫人員，將協助後送至醫院就醫。

自中國大陸返台，於下飛機時有發燒、身
體不適的情形，該如何處理?

自中國大陸返台，於下飛機時有發燒、身
體不適的情形，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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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省2市：
上海市、安徽省、江蘇省、浙江省、
北京市、河南省、山東省、湖南省、
江西省、福建省

梧棲童綜合醫院
光田綜合醫院



H7N9流感個案就醫及處理流程H7N9流感個案就醫及處理流程

(送驗後8小時
，檢驗結果出爐)

H7N9流感無法使用
快速篩檢方式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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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流感疑似個案住院隔離及醫療費用

發現
H7N9疑
似病人

評估

收治隔離
住院者

醫院開立

法定傳染病隔離
住院建議單

衛生局同意

開立傳染病
隔離治療通知書

u隔離期間費用由
CDC支付
u陰性者，解除隔
離，後續住院費
用由健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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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勤洗手、避免任意
碰觸眼、鼻、口等黏膜、注意飲食均衡、適
當運動及休息。

保持空氣流通，咳嗽、打噴嚏需遮掩口鼻，
若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吸道症狀，
應戴口罩並就醫。

個人如何避免感染H7N9流感?-1個人如何避免感染H7N9流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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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到生禽宰殺處所、養禽場及活禽市場。

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

若不慎接觸，應馬上以肥皂徹底清潔雙手

有禽鳥接觸史、流行地區旅遊史的民眾，若出現
發燒、喉嚨痛、咳嗽、結膜炎等症狀

請戴口罩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接觸史、工作內容及旅遊

史等

禽畜業工作者於作業過程時：

應穿戴個人防護設施，工作後應做好清消工作

個人如何避免感染H7N9流感?-2個人如何避免感染H7N9流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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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及蛋類徹底煮熟。

料理生鮮禽畜肉品及蛋類後立即洗手，刀

具、砧板也要澈底清洗後才能再度使用。

不要購買或飼養來源不明或走私的禽鳥。

個人如何避免感染H7N9流感?-3個人如何避免感染H7N9流感?-3

70ºC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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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類、蛋類及其製品一定要煮熟才能食用。
請儘量避免前往高病原性禽流感流行地區。
勤洗手。
如果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類流感症狀
則旅程延期或取消。

到H7N9流感流行地區避免前往鳥園、農場、禽畜養
殖場、生禽宰殺或販賣場所，並避免餵食禽鳥
若不慎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馬上以肥皂澈底清潔雙手。

旅途中若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結膜炎等症狀
立即告知領隊，戴口罩儘快就醫。

外出旅遊要注意什麼?外出旅遊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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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養禽鳥需避免與野鳥接觸或共用食器。

定期清洗、消毒養禽設備及其排泄物
清消時應戴口罩。

避免直接接觸家禽、鳥類或其糞便。
接觸過家禽、鳥類或其分泌物後，要立刻用肥皂和清水徹底洗淨雙
手。

自家飼養的禽鳥死亡時
請密封包裝後，以一般廢棄物處理，由垃圾車清運；如有疾病疑
慮，可洽所在地動物防疫機關處理。

接觸禽畜後10天內，如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類流感
症狀或結膜炎
請戴口罩就醫，並主動告知禽鳥接觸史。

家裡如果有養寵物、禽鳥的人要怎麼辦?家裡如果有養寵物、禽鳥的人要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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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防疫應變等級，加強疫情監測及不明原因
嚴重肺炎病例、肺炎群聚、醫護人員感染不明
原因肺炎之檢體檢測。
提升機場港口檢疫措施，並責成醫界提高警覺
與加強醫院感染管制。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擴大對象，繼續延長
適用。
疫苗研發。
加強媒體溝通及宣導，提醒民眾避免接觸鳥
禽並做好個人防護措施。

針對中國大陸發生H7N9流感疫情，
政府有哪些因應措施?

針對中國大陸發生H7N9流感疫情，
政府有哪些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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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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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流感本市防疫作為

1.公布最新疫情與衛教宣導

2.加強醫療整備

3.配合全國禁宰活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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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布最新疫情與衛教宣導-
各類對象宣導

宣導對象 宣導單位

領隊及導遊 觀光旅遊局

禽畜業者 農業局

市場禽畜販售業者、企業主 經濟發展局

一般民眾 本府各機關

醫事人員 衛生局

學校師生 教育局

長照機構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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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長官及防疫夥
伴：北京今日確診首
例H7N9流感病例，中
國累積確定病例為44
例 ， 其 中 11 例 死
亡。…… 請大家提高
警覺，全力防範。衛
生局黃美娜敬上

一、公布最新疫情與衛教宣導-
宣導管道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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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海報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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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發佈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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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醫療整備

u空港及海港入境旅客疑似個案後送機制

u後送醫院：童綜合醫院、光田醫院

u規劃社區基層診所疑似個案就醫通報、轉診及檢體

送驗機制

u本市15家H7N9流感採檢責任醫院及開設特別門診

確診病例：一律轉至署立臺中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醫院個案：由轉出醫院派救護車送署中。

居家個案：衛生局聯絡消防局派救護車送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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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家醫療機構轉診協商會議家醫療機構轉診協商會議

H7N9流感防治~
醫療體系整備與
因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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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醫療機構H7N9H7N9流感教育訓練流感教育訓練

座無虛席，
共60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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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H7N9流感責任醫院(15家)

區別 醫院名稱 區別 醫院名稱

中區 澄清綜合醫院 豐原區 署立豐原醫院

西區 署立臺中醫院 潭子區 慈濟醫院台中分院

南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里區 大里仁愛綜合醫院

北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太平區 國軍臺中總醫院

西屯區
臺中榮民總醫院

大甲區
大甲李綜合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分院

南屯區 林新醫院 沙鹿區 光田綜合醫院

梧棲區 童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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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個案由光田綜合醫院轉送至臺中醫
院接受隔離治療

應變醫院不預警收治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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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全國禁宰活禽政策
-拆除西屯家禽理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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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攤商轉型及媒合
• 加強列管活禽攤商聯合查核及宣導
• 加強市場衛生管理及防疫衛教
• 宣導禽肉消費衛生安全

三、配合全國禁宰活禽政策
-「研商因應禁止市場屠宰活禽，增進產銷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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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後續作為

執行並落實中央政策5/17全面禁宰活禽，加強販

賣攤商勸導及輔導轉型

研議辦理合法屠宰場雞隻認證制度，供民眾採買

選擇

加強禽流感易感動物疫情訪視

查報及病例處置工作，規劃家禽撲殺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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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後續作為

加強持續監測國內外疫情及本市各醫院通報情

形，並落實醫療院所管理及溝通

強化15家責任醫院開設H7N9流感特別門診功

能，提供快速妥適之醫療服務。

加強風險溝通，提高警覺，降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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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H7N9流感專區
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

1

2

H7N9流感
專區

Facebook防疫小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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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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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

我們必須群策群力

全力以赴!!


